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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圣彼得堡 9 月 17 日电(记者白洁、
朱超)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 9 月 17 日下
午在圣彼得堡同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共同主
持中俄总理第二十四次定期会晤。

李克强表示，中俄互为最大邻邦，同为联合
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今年是中俄建交 70 周
年。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
原则，推动两国关系稳步前行，健康发展。前不
久，习近平主席成功访俄，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
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国际政治经济形
势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中俄加强
战略协作，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
人文交流，不仅有利于双方，也对维护地区乃至
世界的繁荣稳定释放出积极信号。

李克强和梅德韦杰夫听取了国务院副总
理、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孙春兰，国务
院副总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中国东北
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政府间合作委
员会中方主席胡春华，中俄投资、能源合作委员
会中方代表，以及有关机制俄方负责人、俄第一
副总理西卢安诺夫，副总理科扎克、戈利科娃、
阿基莫夫等的工作汇报。

两国总理充分肯定双方各委员会一年来务
实高效的工作。李克强指出，中方愿将“一带一
路”倡议同欧亚经济联盟更好衔接，保持双边贸
易稳步增长势头，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努
力实现双边贸易额翻一番的目标。共同执行好
能源领域大项目合作，扩大双向开放，探索炼油
一体化的合作模式。深化科技创新合作，发挥互

补优势，充分挖掘两国在基础研究、应用研
究、科技成果产业化等方面的合作潜力，办好
中俄科技创新年。进一步拓展双方在金融、农
业、地方、人文交流领域的合作，推动中俄关

系不断迈上新水平。
梅德韦杰夫表示，今年对俄中关系而

言是一个重要年份，中国即将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俄中也将迎来建交 70 周

年。俄中是重要友好邻国，当前两国关系
处于最好水平并进入新时代。发展对华关
系是俄方外交优先方向，也符合俄自身发
展的需要。双方在国际舞台密切合作，主
张多边领域的国际规则应得到遵守，反对
单边制裁。在世界形势不稳定性上升、保
护主义持续抬头的背景下，俄方愿同中方
深化战略沟通与务实合作，在开展好能源
等传统领域合作的同时，扩大在人工智
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合作，进一步扩
大双方贸易规模，推动能源、农业、工
业、航空航天、核能等领域合作取得更多
丰硕成果，努力实现两国贸易额翻番的目
标。俄方重视地方合作和人文交流，愿进
一步推动两国地方、高等院校、青年之间
的交流，夯实两国关系民意基础。

两国总理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
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会晤后，李克强与梅德韦杰夫签署了
《中俄总理第二十四次定期会晤联合公
报》，并共同见证投资、经贸、农业、核
能、航天、科技、数字经济等领域十余项双
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李克强同梅德韦杰夫共同主持

中俄总理第二十四次定期会晤

新华社北京 9 月 17 日电(记者陈菲、白
阳)17 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的决定草案，拟决定向一批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授
予国家勋章和荣誉称号。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是党和国家功勋
荣誉表彰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最
高荣誉。颁授为什么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决定？此次评选经过了哪些程序？将授予哪
些种类名称？记者带你一一解码。

颁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决

定 由国家主席授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党
中央决定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集中评
选颁授。

根据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和
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国家主席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授予国家的勋
章和荣誉称号”。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亦对此作出了
规定，并明确了具体程序。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长会议根据各方面的建议，向全国人大常
委会提出授予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的议
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
耀受委员长会议委托作草案说明时表示，按照
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这次授予工作的法律程序
安排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提出议
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作出决定，国家主
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国家勋章和
国家荣誉称号，并签署国家主席令。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还规定，国
家一般在国庆日或者其他重大节日、纪念
日，举行颁授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的仪
式。此外，对于在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法施行后(即 2016 年 1 月 1 日之后)去世
的，可以追授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

候选人评选坚持最高标准和

功绩导向

沈春耀介绍了决定草案起草的工作过程
和此次颁授活动把握的基本原则。

据了解， 2019 年 1 月初，中共中央办
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提名评选工作的通知》，对做好国家勋章
和国家荣誉称号的提名评选工作作出整体安
排，提出明确要求，各项工作始终在党中央
直接领导下开展，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
作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

提名评审工作正式启动后，各地区各部
门报送提名人选后，由相关单位承担归口评
审任务。各归口评审单位认真制定工作方
案，采取工作小组评议、听取专家及相关部
门意见、党组会(党委会)会议研究等方式，
对本领域初步建议人选进行了严格评审，确
定了人选排序。

在充分参考归口评审单位排序意见基础
上，经全面比选、综合平衡，党和国家功勋
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决定正式开展考察工
作。 8 月上中旬，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牵头对“共和国勋章”和国
家荣誉称号人选进行考察。根据考察结果，
8 月 23 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
员会全体会议研究通过了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建议人选。 8 月 27 日至 9 月 2 日，

进行全国公示，建议人选得到全社会广泛和
高度认可。

沈春耀说，评选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最高
标准，坚持功绩导向，以实际贡献为最重要
衡量标准，坚持立场坚定、品德高尚、群众
公认的基本要求，反复比选、好中选优，确
保建议人选经得起人民考验、时间考验。

将颁授共和国勋章、友谊勋

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此次决定草案提出了授予“共和国勋
章”“友谊勋章”、国家荣誉称号的人选。

根据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
“共和国勋章”授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和保卫国家中作出巨大贡献、建立卓
越功勋的杰出人士；“友谊勋章”授予在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中外交流
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外
国人；国家荣誉称号授予在经济、社会、
国防、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卫生、
体育等各领域各行业作出重大贡献、享有
崇高声誉的杰出人士。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还规定，国
家荣誉称号的名称冠以“人民”，也可以使
用其他名称。国家荣誉的具体名称由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决定授予时确定。

据悉，此次决定草案提出了“人民科学
家”“人民教育家”“人民艺术家”“人民
英雄”“人民楷模”“民族团结杰出贡献
者”“‘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外交工
作杰出贡献者”“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等
国家荣誉称号的名称。

沈春耀表示，此次评选突出时代精神，

充分考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鲜明主题，
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
均应有代表性人物入选；优先考虑重大标志
性历史事件中的代表人物，注重人选蕴含的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坚持实事求是，适当
考虑各方面情况，合理确定人选。

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以来第一

次集中颁授 具有创制性

我国宪法对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作
出基本规定，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对
这一重要制度作出具体规定，为开展颁授活
动提供了法治保障。

“此次开展颁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活动，将是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以来的第一
次，具有创制性，是实施宪法关于国家勋章荣
誉制度的重要实践，对于切实彰显宪法精神，
增强全民宪法意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沈春耀说。

沈春耀表示，开展颁授活动，隆重表彰为
国家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
物，就是通过肯定他们的历史功绩，以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名义给予他们国家最高荣誉，彰
显其政治声誉和崇高地位，向全社会发出关
心英雄、珍爱英雄、尊重英雄的强烈信号。

他还指出，授予功勋模范人物勋章荣
誉，大力宣扬他们的丰功伟绩，更重要的是
通过树起标杆、立起旗帜，培育和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凝聚力和感召力，更好地激励全国各族人
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拓进取，奋发有
为，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谁来授予？如何评审？种类几何？
我国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集中评选颁授热点解码

新华社北京 9 月
17 日电(记者高鹏、汪
涌)北京 2022 年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
发布仪式 17 日晚在
北京首钢园区国家冬
季运动训练中心冰球
馆隆重举行。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副总理、第 24 届冬
奥会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韩正出席，并发布
了北京冬奥会吉祥物
“冰墩墩”。

17 日晚，国家冬
季运动训练中心冰球
馆内，洋溢着一派欢
乐喜庆气氛。1 9 时
25 分许，韩正和国际
奥委会主席托马斯·
巴赫，国家体育总局
局长、北京冬奥组委
执行主席苟仲文以及
运动员和冰雪少年代
表，一同开启装置，北
京冬奥会吉祥物“冰
墩墩”精彩亮相。

北京冬奥会吉祥
物“冰墩墩”，以熊猫
为原型进行设计创
作。冰象征纯洁、坚
强，是冬奥会的特点，
墩墩意喻敦厚、健
康、活泼、可爱，契合熊猫的整体形象，象征着冬奥会运动员
强壮的身体、坚韧的意志和鼓舞人心的奥林匹克精神。

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冬
奥组委主席蔡奇和河北省省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许
勤，中国残联主席、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张海迪以及残
疾人运动员和冰雪少年代表，一起揭开了北京冬残奥会吉
祥物“雪容融”的面纱。

北京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以灯笼为原型进行
设计创作。雪象征洁白、美丽，是冰雪运动的特点，容融
表达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和谐发展的理念，灯笼代表着
收获、喜庆、温暖和光明，体现了冬残奥运动员的拼搏精
神和激励世界的冬残奥会理念。

发布仪式上，北京市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陈
吉宁和巴赫分别致辞，并播放了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安德
鲁·帕森斯的致辞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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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17 日电 9 月 17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陈希在
参加 2019 年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时强
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
行动，厚植创新沃土，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做出更大贡献。

陈希认真观看了“新中国创新成就科
普展”、“智惠行动联播”、“社会化科

普创新展”、“ 5G 连接未来展”、“我
和我的祖国”科学家精神展、“创新引领
成长”青少年创新活动展，与参加科普日
活动的科技工作者、青少年和科技辅导员
亲切交流。

陈希指出，在全国上下隆重庆祝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举办全国科普日活
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高
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强调“科技
创新和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

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
的位置”。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更好协同社会各方，
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普及科学知识、
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
学方法，推动全民科学素质持续提升。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
万钢，各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和首都群
众代表 1 5 0 0 余人参加了北京主场活
动。

陈希参加 2019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

当地时间 9 月 17 日下午，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在圣彼得堡同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
夫共同主持中俄总理第二十四次定期会晤。

新华社记者丁林摄

（上接 1 版）

第二把：因为抉择

草原上的高兴事一桩连一桩。
2013 年以来，新疆牧民定居的步伐不断加快，牧民大

都搬进新村，放下牧鞭。地方政府为了保护传承少数民族
优秀文化，不仅每年举办阿肯比赛，还开设专业教育，用课
堂教学代替师徒相授，以此培养更多的优秀阿肯。

这也让赛力克·库什衣看到了远方，如同哈萨克谚语所
说，“不离巢的山鹰飞不远”。2014 年，他报考了新疆伊犁师
范学院奎屯校区阿肯艺术班学习。凭借多年野练的功底，赛
力克·库什衣获得推荐入学的机会。

离家数百公里，还要负担学费，革命·北京有点担
心：阿肯虽然有威望，可平时也得放羊为生，这个能当专
业学习，以后能养活自己？

赛力克·库什衣不松口，阿肯弹唱讲究即兴发挥，现
编现唱，没有深厚的知识功底，肯定成不了最好的阿肯。加
上奶奶背后支持，革命·北京不好再说什么。

因为这个抉择，赛力克·库什衣跨入大学校门。5 年间，
除了乐理知识，他对中国历史、时事政治、现代科学等有了
系统了解。拨出的弦音，也多了几分沉稳。

结业归来，在阿勒泰市阿肯弹唱比赛中，赛力克·库什
衣对答自如，欢快诙谐，荣膺第一名。赛后，一位来自青河县
的老阿肯把自己的冬不拉送给了他，“年轻人前途远大，拿
去用吧！”

这是一把硬木制作的冬不拉，声音远比第一把清亮。
看到儿子如获至宝，革命·北京为他高兴，曾有的担忧

也转为祝福。

第三把：因为向往

好运如期而至。
随着新疆旅游持续升温，地处“黄金雪线”的阿勒泰，成

了游客争相“打卡”胜地。今年，赛力克·库什衣被当地文旅
部门招录，旺季为游客弹唱表演。

夏日里，游客潮水般涌来，赛力克·库什衣忙极了，就像
牧人转入夏牧场，一两个月都回不了家。虽然心里牵挂，但
革命·北京并不催问，儿子拿工资的“阿肯”身份，让她很满
意，“不用放羊也能过好日子，我们都支持他！”

古尔邦节单位给了一天假，赛力克·库什衣回家了。看
着儿子喝着新沏的奶茶，再削上几片手抓肉吃，革命·北京
心满意足。家里有客人，赛力克·库什衣应邀弹响冬不拉，
“我是祖国怀抱里的一只小马驹，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
心底就涌起阵阵暖流。”

歌声飘出安居房，邻家小巴郎闻声而来，一对燕子也从
铁门的缝隙间飞进飞出，裹进一缕新收割马草的清香。

节前，赛力克·库什衣花了一个月工资，给自己买了一
把全新的冬不拉。与前两把手工制作的不同，这是一把专业
乐器厂生产的冬不拉。“我想带着它到国外参赛，让全世界
都听到中国哈萨克族的歌声！”

询问名字来由的人多起来，革命·北京说：“‘革命’‘北京’是当
年父母对女儿的美好期待，就像我现在对儿子的祝福一样。”

儿子在家时间不多，但慈母的心迹显露无遗：正屋的橱
柜上，醒目地放着儿子的获奖证书；两把用过的冬不拉，整齐
地并列摆放一旁。 新华社乌鲁木齐 9 月 17 日电

新华社北京 9 月 17 日电(记者董瑞丰)
10 名科学家 17 日在京联名签署“弘扬科学
家精神、树立良好作风学风”倡议书，并将
通过网络平台在科技界进行联署，呼吁广大
科技工作者响应支持。

当天，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联合召开“弘扬科学家精神、树立良
好作风学风”座谈会。中科院院士孙昌璞、
梅宏、张学敏、周忠和、丁奎岭、陈晔光、

李儒新，以及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傅小兰
研究员、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孙斌
勇研究员、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陈云霁研
究员等人在会上共同签署了上述倡议书。

倡议书内容包括“自觉践行新时代科学
家精神”“坚守科研诚信底线和科研伦理规
范”“反对浮夸浮躁、急功近利”“加强科
研数据及成果管理”“反对科研领域‘圈
子’文化”“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六个方

面。
中科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侯建国表

示，希望中科院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响应
倡议书，从自身做起，积极践行科学家精
神，引领弘扬科研诚信之风。

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王
承文表示，要持续推进科学基金深化改
革，强化依托单位管理主体责任，切实发
挥科学基金政策引领作用。

（上接 1 版）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无
数优秀的中华儿女，为了国家的发展进步，为了
人民的幸福安康，舍身忘我，无私奉献，留下感
人至深的事迹，建立不可磨灭的功勋，共同书写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壮丽篇章。这次授
予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 36 人，他们都
是各方面最具代表性、标志性，作出过杰出贡献
的优秀人物。70 年来，许多国际友好人士，满腔
热忱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为促进中外交流合
作，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杰出贡献。这次被授
予友谊勋章的 6 名外国政要、国际友人，就是其
中的代表。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国家
主席签署主席令的形式，授予他们国家最高荣
誉，大力宣扬他们的丰功伟绩，就是要在全社会
进一步形成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的良
好氛围，就是要彰显宪法和法治精神，增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凝聚力和感召力，更好地激
励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
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同时也彰
显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追求和维
护世界和平、推动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坚强
意志和宽阔胸襟。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曹建明、张
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
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金、武
维华，秘书长杨振武出席会议。

国务委员、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最高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
法院负责人，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
国人大代表，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弘扬科学家精神、树立良好作风学风

10 名科学家向全国科技界发倡议 革命·北京家的三把冬不拉

新华社北京 9 月 17 日电应美方邀请，中央财办副主
任、财政部副部长廖岷拟于本周三率团访美，与美方就中
美经贸问题进行磋商，为 10 月份在华盛顿举行的第十三
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做准备。

中央财办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

廖 岷 将 应 邀 率 团 赴 美

举行中美经贸问题副部级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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